
排水系统
融入“海绵”概念
点位：日月大道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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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罕见大雨突
袭成都，成都市紧急启
动汛期应急响应。昨
天，降雨过程强度明显
减弱，出境断面河道水
位逐步回落。

记者了解到，在2
日的暴雨中，中心城
区42座下穿隧道仅两
座出现积水。

还有一处在建工
地在防汛方面表现得
尤为突出——日月大
道改造工程，5座下穿
隧道和全长约5.7公里
长的路面均未积水。

这场大雨过后，
我市排涝系统经受住
了考验。

中心城区42座下穿
仅2个短暂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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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下穿

蒲江
昨日解除防汛预警

记者 3 日上午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
挥部获悉，持续强降雨已造成四川 22 个
县（市、区）11.59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
积4.44千公顷，公路中断162条次。

7月3日，蒲江县委宣传部发布消息，
该县防汛指挥办公室根据气象趋势和河
道水位情况于7月3日1时30分按程序分
别解除防汛橙色（Ⅱ级）、黄色（Ⅲ级）预
警。目前，全县河道、水库均在安全水位下
运行。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金堂
东风水库：本轮最大降雨处

昨日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2日17
时至3日8时，全市局部出现对流天气，全
市 100-249 毫米点位 1 个，50-99 毫米点
位 15 个，最大降雨站点为金堂东风水库
121mm。 成都商报记者 林聪

绿色稻田里，一辆黑色的奇瑞汽车孤
零零地困在中央。2 日，邛崃回龙镇遭受
洪水袭击，街面过水深度最深近3米。场
镇边缘进入城区的一条道路上，这辆车牌
号为“川A·731Y*”的轿车，则随着大水被
冲到了近百米外的稻田中央。昨日下午
14时30分许，一名男子跟保险公司的工
作人员来到了现场。该男子正是车主，车
主介绍，从成都回到镇上，刚刚准备进入
场镇，大水就漫了过来，前方已经无法通
行，不敢再前行，便将车停在了一边，没想
到车子很快被冲走。15时许，车主联系了
一台大型伸缩式吊车，车辆最终靠岸，调
运到拖车上拖离（上图）。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摄影记者 王勤

邛崃回龙镇
轿车漂移近百米 稻田中央等主人

收费站有积水
高管局：部分选址地势低洼

7月2日，暴雨袭川。S8邛名高速，因积
水较深，平乐站入口关闭；G0512成乐高速
乐山北站出口，受积水影响，关闭。

因高速站点关闭绕行的车主有个疑问，
为啥暴雨会影响收费站？川西高速公司工作
人员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发生积水的站点
都处于低洼地带，“雨水从高速路上顺着匝
道流下来，雨势太大，匝道排水不及”。那
么，收费站的位置是否可以调整？该工作人
员表示，站点的选择影响因素较多，如与地
方道路的连接等都需要考虑；同时绕城高
速是环状道路，选择面更小。而为应对暴雨
积水，成都绕城各收费站点都备有抽水泵等
排水设备。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一些问题

据悉，在2日的暴雨中，中心城区
42座下穿隧道仅两座出现积水。

“下穿隧道通行情况和平时基本
没什么区别。”在海洋公园下穿隧道
泵站，市排管处隧道管理科工作人员
张泽慧告诉记者，前天暴雨期间，海
洋公园下穿隧道排水系统运转正常，
并未出现积水。

据悉，除了海洋公园下穿隧道，
中心城区42座下穿隧道仅两座出现
短时积水。其中位于民兴路的龙潭E
线隧道，是由于挡墙被铁路边沟大量
来水冲垮，致使隧道出现积水。而豆
腐堰隧道为了保障铁路建设，拆除了
部分旧泵站设施，而新泵站还未完全
形成，造成了积水。经过抽排，两处隧
道都恢复了交通。

张泽慧告诉记者，成都下雨的
时候，大家一般都是赶着回家。而
他和同事们则会着急地赶往分散
在成都各处的下穿隧道。“尤其是
旁边有大树的隧道，生怕落叶把水
篦子堵了，水来不及排走。”张泽慧
说，一下雨，42座隧道都会有专人
24小时值守。遇到落叶较多，水篦
子堵塞来不及清理的时候，工作人
员会直接把水篦子撬起来，让水可
以及时排走。

除了工作人员，在硬件方面，
2015年到现在，下穿隧道已更换了80
余台老旧的水泵。同时，从2011年开
始，将放置在隧道内的控制设备上移
隧道外的泵站内。目前除少数位置受
限的下穿隧道，其他大部分隧道控制
设备已经完成上移。

另据记者了解，成都市排水管网
数字化管理系统，将在今年底前建设
调试完毕。届时，工作人员将拥有“千
里眼”，可以远程监控无人值守的泵
站，解决目前各个泵站互为孤岛，通
过电话联系的现况。

成都商报记者 林聪
实习记者 马钊

点位：海洋公园下穿隧道

我市更换
水泵80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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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大雨突袭成都，其中遭遇了
大降雨量的城市西部，有一处在建工地
在防汛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日月
大道改造工程，5座下穿隧道和全长约
5.7公里长的路面均未积水。成都商报记
者昨日来到在建工地上，工程承建方成
都建工集团路桥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揭
开了工地“安全渡雨”的秘诀。

提前疏通的外围干线排水管道和与
道路改造同步进行的排水系统升级，是

“安全渡雨”的原因。建工路桥公司董事
长王翔告诉记者，在4月28日汛期到来之
前疏通、清理外围干线排水管道是一项
充分的准备，给防汛提供了保障，但功劳
更大的应归于道路排水系统升级。“道路
老干线的改造完成了80%，并且投入了使
用，同时我们还新修了8条共计5公里的
临时排水系统供工地排水。”

硬件之外，100多人组成的防汛队
伍也提供了多一重保障。“作为交通道
路，我们还安排了130人交通协管员在各

路口负责交通疏导，分3班24小时值守。”
一些新的设计理念也为前日工地

的防汛突出表现提供了“助攻”。“在整
个施工过程中，我们融入了一些‘海绵
城市’的概念理念。”王翔表示。

记者在现场看到，已建成的人行道
与路面交界处开出了不少线型的长孔，
以便沥青路面上的雨水能及时下漏到
土壤里。“这融入了海绵城市的概念。”
工作人员指着正在修建的道路绿化带
告诉记者，4米宽的中央绿化带和2条2
米宽的侧分带充当了长条形小公园的
作用，“我们把两边混凝土围栏设计得
略高于土壤，这将有利用雨水通过土壤
渗透至地下，补给地下水，同时也能防
止雨水溢出到路面上形成积水。”

“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城市对于
基建配套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新的理
念需要被运用到建设过程中。”王翔说。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摄影记者 王红强

近日雨水不断，而在马鞍北路开铺子的
程先生，却“很奇怪”地发现，即便是在大雨
期间，路面也少有积水，雨一停，路面就不见
水迹了。记者从市城管委市政设施管理处了
解到，这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因为这条路
刚刚在上月改造完成，铺设了OGFC透水沥
青路面。

在马鞍北路，记者看到了正在铺装的透水
沥青施工现场。这条路一半已经完成铺装，一
半尚在施工阶段。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同样的
降雨条件下，两段路呈现出两种状况：一半完
全没有积水，而另一半有多片积水。在施工路
段，记者看到路两边人行道路沿下，安装了一
根直径为30厘米左右的排水管。这根水管每隔
15厘米有一个直径两厘米的小孔。“道路要铺
两层，下层是6厘米厚的不透水层，而上面是透
水沥青面料。铺装完成后，雨水渗下来，就沿着
不透水层流到道路两边，的沟槽里，然后流进
水管，排到雨水管网。简单说，这种路面实现了
水在地下流。”

据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我
市开始在全市着手试点OGFC沥青铺设工
作。今年五城区将有15条道路进行OGFC的
铺装试点。试点一般选择主干道、次主干道。
目前，青羊区金阳路、金凤路、蜀辉路、黄苑
街，未铺筑；武侯区董家湾正街、董家湾中
街、董家湾东街、长城东一路、红牌楼北街一
巷，未铺筑；锦江区锦兴路、岳府街，已完成
铺筑；成华区建设路、长融街、长融西一街、
万年场横街、杨东路四线，已铺筑3条；金牛
区的马鞍南路、马鞍北路、恒德路，正在铺筑
试验段。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暴雨中，一棵大树轰然倒下，一位老师骑
车路过，不幸被大树重重压住。这一幕，发生在
7月2日成都大学一栋女生宿舍门口。然而，接
下来一幕很暖心。女生宿舍的姑娘们，她们使
出全身力气，喊起号子纷纷上前抬树救人。不
久，号子声引来了宿管阿姨、巡逻老师以及远
处男生宿舍的男生们。大家齐心协力，终于拉

出受伤老师。
3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大学获悉，伤者

是该校体院的一位器材保管老师，事故造成他
身上多处骨折，幸好学生们及时相救，目前伤
势稳定，正在医院养伤。据了解，当时该老师骑
着电瓶车慢速行驶在女生宿舍一栋和二栋之
间道路上。这时，一阵大风突然刮过来，一根

树干极粗的大树径直向他倒了下来。庞大的
树冠砸在老师身上，令他动弹不得。

幸运的是，在这条通向女生宿舍的道路
上，出现了几个女学生的身影。女学生们看到
了眼前的景象，纷纷上前，想要合力抬起大
树。宿舍楼里的学生们也闻讯下楼参与营救，
巡逻校园的老师和女生宿舍的宿管阿姨们也

跑来了现场。
然而大树茎干粗壮，难以撼动。有姑娘突

然喊起了号子，一时之间，“123！123！”的号子
声此起彼伏，在一声又一声的号子声中，大
树有了轻微的挪动。随后，远处男生宿舍的
男生们也赶来帮忙，最终把树底下的老师拉
了出来。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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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沥青路
实现雨水入地
点位：马鞍北路

大树砸伤老师 女大学生喊号子抬树救人

最新情况

7月3日，天府大道环球中心附近的海洋公园隧道排水系统运转正常，并未出现积水

经受考验

成都做了什么？

7月3日，日月大道路面未积水 日月大道新型排水系统

成都市排水
管网升级后的数
字化管理系统

成都商报
陶轲 摄

天府三街有积水
水务部门：排水体系衔接问题

2日一场大雨，让天府三街、五街路面在
一段时间出现了大量积水。为何会出现这种
状况？昨日市水务局就此问题作出了回应。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排水管网从上游
到下游是一个成体系的系统工程，而目前
新旧城区的排水体系存在一个老旧更替
和衔接的过程。当天的路面积水就是因下
游的楠杆堰河道已经满流，导致排水入河
困难出现积水。针对目前出现的情况，已
采取临时应急措施，进一步加强巡查和值
守，出现积水现象立即进行抽排。

成都商报记者 林聪


